
序號 抽驗日期 樣品名稱/效期 抽驗廠商/地點 供應廠商/地點 檢驗成分 檢驗結果

1 1080711
紅豆牛奶酥

/1080807

喜憨兒高雄庇護工場/高

雄市鳳山區鳳仁路262號

喜憨兒高雄庇護工場/高雄

市鳳山區鳳仁路262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2 1080711 廣式蓮蓉蓮子酥
喜憨兒高雄庇護工場/高

雄市鳳山區鳳仁路262號

喜憨兒高雄庇護工場/高雄

市鳳山區鳳仁路262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3 1080711
玫瑰起士酥

/1080729

喜憨兒高雄庇護工場/高

雄市鳳山區鳳仁路262號

喜憨兒高雄庇護工場/高雄

市鳳山區鳳仁路262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4 1080711 鳳凰酥/ 1080729
喜憨兒高雄庇護工場/高

雄市鳳山區鳳仁路262號

喜憨兒高雄庇護工場/高雄

市鳳山區鳳仁路262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5 1080711
菠蘿芋頭鹹Q心

/1080729

喜憨兒高雄庇護工場/高

雄市鳳山區鳳仁路262號

喜憨兒高雄庇護工場/高雄

市鳳山區鳳仁路262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6 1080711
觀音奶茶酥

/1080807

喜憨兒高雄庇護工場/高

雄市鳳山區鳳仁路262號

喜憨兒高雄庇護工場/高雄

市鳳山區鳳仁路262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7 1080711
廣式棗泥核桃酥

/1080807

喜憨兒高雄庇護工場/高

雄市鳳山區鳳仁路262號

喜憨兒高雄庇護工場/高雄

市鳳山區鳳仁路262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8 1080718 鳳梨酥/1080823

方師傅食品有限公司/高

雄市鳳山區(二)武慶里輜

汽北一路1號2樓、3樓、

方師傅食品有限公司/高雄

市鳳山區(二)武慶里輜汽北

一路1號2樓、3樓、
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9 1080718
鳳梨椰果酥

/1080823

方師傅食品有限公司/高

雄市鳳山區(二)武慶里輜

汽北一路1號2樓、3樓、

方師傅食品有限公司/高雄

市鳳山區(二)武慶里輜汽北

一路1號2樓、3樓、
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10 1080718 蔓越莓酥/1080823

方師傅食品有限公司/高

雄市鳳山區(二)武慶里輜

汽北一路1號2樓、3樓、

方師傅食品有限公司/高雄

市鳳山區(二)武慶里輜汽北

一路1號2樓、3樓、
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11 1080718
爆漿奶油餐包/

1080720

巴特里食品有限公司鳳山

廠/高雄市鳳山區武慶里

輜汽路2號

巴特里食品有限公司鳳山廠

/高雄市鳳山區武慶里輜汽

路2號
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12 1080718
爆漿巧克力餐包

/1080720

巴特里食品有限公司鳳山

廠/高雄市鳳山區武慶里

輜汽路2號

巴特里食品有限公司鳳山廠

/高雄市鳳山區武慶里輜汽

路2號
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13 1080718
爆漿胚芽花生餐包/

1080720

巴特里食品有限公司鳳山

廠/高雄市鳳山區武慶里

輜汽路2號

巴特里食品有限公司鳳山廠

/高雄市鳳山區武慶里輜汽

路2號
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14 1080722 椰子酥/ 1080821

錦福囍餅有限公司/高雄

市小港區小港里台糖路１

號

錦福囍餅有限公司/高雄市

小港區小港里台糖路１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15 1080722 牛奶豆沙/ 1080813

錦福囍餅有限公司/高雄

市小港區小港里台糖路１

號

錦福囍餅有限公司/高雄市

小港區小港里台糖路１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16 1080722 桂圓/ 1080831

錦福囍餅有限公司/高雄

市小港區小港里台糖路１

號

錦福囍餅有限公司/高雄市

小港區小港里台糖路１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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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1080723 紫芋鴛鴦/ 1080805

吳記食品有限公司/高雄

市鳥松區仁美里美山路６

７號

吳記食品有限公司/高雄市

鳥松區仁美里美山路６７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18 1080723 棗泥核桃/1080805

吳記食品有限公司/高雄

市鳥松區仁美里美山路６

７號

吳記食品有限公司/高雄市

鳥松區仁美里美山路６７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19 1080723 綠豆椪/1080805

吳記食品有限公司/高雄

市鳥松區仁美里美山路６

７號

吳記食品有限公司/高雄市

鳥松區仁美里美山路６７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20 1080723
杏仁芝麻煎餅

/1080811

其祥食品有限公司美山廠

/高雄市鳥松區美山路70

巷4號

其祥食品有限公司美山廠/

高雄市鳥松區美山路70巷4

號
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21 1080723 蘭姆蕾滋/ 1080811

其祥食品有限公司美山廠

/高雄市鳥松區美山路70

巷4號

其祥食品有限公司美山廠/

高雄市鳥松區美山路70巷4

號
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22 1080723 達克瓦滋/1080812

其祥食品有限公司美山廠

/高雄市鳥松區美山路70

巷4號

其祥食品有限公司美山廠/

高雄市鳥松區美山路70巷4

號
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23 1080723
巧克力杏仁餅乾

/1080821

佰益烘焙食品有限公司/

高雄市林園區中門路339

巷26弄11、13號

佰益烘焙食品有限公司/高

雄市林園區中門路339巷26

弄11、13號
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24 1080723 雜糧餅乾/1080821

佰益烘焙食品有限公司/

高雄市林園區中門路339

巷26弄11、13號

佰益烘焙食品有限公司/高

雄市林園區中門路339巷26

弄11、13號
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25 1080723 蜂蜜蛋糕/1080728

佰益烘焙食品有限公司/

高雄市林園區中門路339

巷26弄11、13號

佰益烘焙食品有限公司/高

雄市林園區中門路339巷26

弄11、13號
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26 1080729 蛋黃酥/1080813

舊振南食品有限公司臨廣

分公司/高雄市前鎮區新

生路248-24號3樓、248-

26

舊振南食品有限公司臨廣分

公司/高雄市前鎮區新生路

248-24號3樓、248-26
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27 1080729
綠豆椪-蛋黃/

1080806

舊振南食品有限公司臨廣

分公司/高雄市前鎮區新

生路248-24號3樓、248-

26

舊振南食品有限公司臨廣分

公司/高雄市前鎮區新生路

248-24號3樓、248-26
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28 1080729
綠豆椪-李白

/1080806

舊振南食品有限公司臨廣

分公司/高雄市前鎮區新

生路248-24號3樓、248-

26

舊振南食品有限公司臨廣分

公司/高雄市前鎮區新生路

248-24號3樓、248-26
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29 1080730 鳳梨酥/1080921

維格餅家股份有限公司高

雄廠/高雄市三民區(二)安

邦里同協路199號

維格餅家股份有限公司高雄

廠/高雄市三民區(二)安邦里

同協路199號

防腐劑、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

30 1080730 廣式蓮蓉/ 散裝
喜憨兒高雄庇護工場/高

雄市鳳山區鳳仁路262號

喜憨兒高雄庇護工場/高雄

市鳳山區鳳仁路262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31 1080730 藍莓燒果子/ 散裝
喜憨兒高雄庇護工場/高

雄市鳳山區鳳仁路262號

喜憨兒高雄庇護工場/高雄

市鳳山區鳳仁路262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32 1080730 觀音奶茶/ 散裝
喜憨兒高雄庇護工場/高

雄市鳳山區鳳仁路262號

喜憨兒高雄庇護工場/高雄

市鳳山區鳳仁路262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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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 1080805
梅子糕3入(全

素)/1080821

左營自由二分公司/高雄

市左營區新上里自由二路

325-1號

三協成食品有限公司/新北

市淡水區義山里奎柔山路

256號1、2樓

防腐劑、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

34 1080805
蛋黃酥(烏豆沙*3)/

1080812

左營自由二分公司/高雄

市左營區新上里自由二路

325-1號

湘鄉食品有限公司龍潭廠/

桃園市龍潭區龍祥里工一路

210之1號

防腐劑、蘇丹色素、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

35 1080805
金磚鳳梨酥

/1080825

昕合堂企業行/高雄市楠

梓區德賢路471號

昕合堂企業行/高雄市楠梓

區德賢路471號
防腐劑、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

36 1080805 土鳳梨酥/1080825
昕合堂企業行/高雄市楠

梓區德賢路471號

昕合堂企業行/高雄市楠梓

區德賢路471號
防腐劑、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

37 1080805 香蘭白玉/1080821
來來麵包店/高雄市鳳山

區(二)五甲二路693號

來來麵包店/高雄市鳳山區

(二)五甲二路693號
防腐劑、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

38 1080805 蔓越莓/ 1080821
來來麵包店/高雄市鳳山

區(二)五甲二路693號

來來麵包店/高雄市鳳山區

(二)五甲二路693號
防腐劑、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

39 1080805 綠豆凸/散裝
嘉香堂喜餅/高雄市小港

區桂陽路211號

嘉香堂喜餅/高雄市小港區

桂陽路211號
防腐劑、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

40 1080805 土鳳梨酥/1090514

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高

雄瑞隆分公司/高雄市前

鎮區瑞隆路459號

恩澤企業社/台南市永康區

四維街58巷27號
防腐劑、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

41 1080805 鳳梨酥/ 1090314

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高

雄瑞隆分公司/高雄市前

鎮區瑞隆路459號

康百國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

/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3段

5號15樓之3

防腐劑、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

42 1080805 綠豆酥/1080810

不二製果有限公司(不二

家)/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

路31號

仙林鎮食品有限公司/高雄

市仁武區京富路60之1號
防腐劑、蘇丹色素、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

43 1080805
廣式月餅-蓮蓉/

1080819

不二製果有限公司(不二

家)/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

路31號

仙林鎮食品有限公司/高雄

市仁武區京富路60之1號
防腐劑、蘇丹色素、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

44 1080805
紫米桂圓雜糧月餅

(奶素)/1080812

馬可先生雜糧麵包坊瑞隆

門市/高雄市前鎮區瑞隆

路234號

馬可先生食品企業有限公司

仁德廠/台南市仁德區仁德

里文華路三段428巷39弄9

號

防腐劑、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

45 1080805
養生堅果雜糧月餅

(奶素)/1080812

馬可先生雜糧麵包坊瑞隆

門市/高雄市前鎮區瑞隆

路234號

馬可先生食品企業有限公司

仁德廠/台南市仁德區仁德

里文華路三段428巷39弄9

號

防腐劑、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

46 1080806 素食綠豆椪/ 散裝
立佳西點麵包/高雄市鼓

山區鼓山二路234號

立佳西點麵包/高雄市鼓山

區鼓山二路234號
防腐劑、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

47 1080806
核香蛋黃酥

/1080811

懿品乳酪?子手造所/高雄

市鼓山區青海路173號

大地菓子鋪/高雄市鳳山區

北提街23號
防腐劑、蘇丹色素、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

48 1080806 土鳳梨酥/1080920
生力美食/高雄市三民區

義華路90號

 生力美食有限公司/高雄市

三民區灣興里自由一路２２

４號

防腐劑、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



序號 抽驗日期 樣品名稱/效期 抽驗廠商/地點 供應廠商/地點 檢驗成分 檢驗結果

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08年中秋節抽驗符合規定名單

49 1080806
素食綠豆椪/

1080831

生力美食/高雄市三民區

義華路90號

生力美食有限公司/高雄市

三民區灣興里自由一路２２

４號

防腐劑、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

50 1080806 土鳳梨酥/1080904

多那之咖啡蛋糕烘焙股份

有限公司/高雄市三民區

(二)中和街12號

多那之咖啡蛋糕烘焙股份有

限公司/高雄市三民區(二)中

和街12號

防腐劑、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

51 1080806
金磚鳳梨酥

/1080904

多那之咖啡蛋糕烘焙股份

有限公司/高雄市三民區

(二)中和街12號

多那之咖啡蛋糕烘焙股份有

限公司/高雄市三民區(二)中

和街12號

防腐劑、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

52 1080806
蜜香莓果露比

/1080813

帕莎蒂娜國際有限公司/

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

252號

帕莎蒂娜國際有限公司/高

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252號
防腐劑、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

53 1080806
烏龍松露蛋黃

/1080813

帕莎蒂娜國際有限公司/

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

252號

帕莎蒂娜國際有限公司/高

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252號
防腐劑、蘇丹色素、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

54 1080807 綠豆椪/散裝
吳記餅店 光遠店/高雄市

鳳山區光遠路284號

吳記餅店 光遠店/高雄市鳳

山區光遠路284號
防腐劑、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

55 1080813 蛋黃酥/ 1080908
義來藝去有限公司/高雄

市岡山區大德二路171號

義來藝去有限公司/高雄市

岡山區大德二路171號
防腐劑、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

56 1080726 烏豆油/ 散裝
挪亞豆餡店/高雄市前鎮

區明祥街68之一號

挪亞豆餡店/高雄市前鎮區

明祥街68之一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57 1080726 油綠豆/ 散裝
挪亞豆餡店/高雄市前鎮

區明祥街68之一號

挪亞豆餡店/高雄市前鎮區

明祥街68之一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58 1080726 綠豆沙/散裝
勝一食品行/高雄市鳥松

區本舘路278號

勝一食品行/高雄市鳥松區

本舘路278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59 1080726 紅豆沙/散裝
勝一食品行/高雄市鳥松

區本舘路278號

勝一食品行/高雄市鳥松區

本舘路278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60 1080805 醇芋餡/1080831
昕合堂企業行/高雄市楠

梓區德賢路471號

總信食品有限公司/台中市

南屯區工業區22路19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61 1080805 紅豆沙
豐合食品行/高雄市鳳山

區(二)自強二路109號

豐合食品行/高雄市鳳山區

(二)自強二路109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62 1080805 綠豆沙/散裝
豐合食品行/高雄市鳳山

區(二)自強二路109號

豐合食品行/高雄市鳳山區

(二)自強二路109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63 1080805 豐禾豆沙/散裝
嘉香堂喜餅/高雄市小港

區桂陽路211號

豐合食品行/高雄市鳳山區

(二)自強二路109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64 1080805 烏豆沙/散裝
寶意食品行/高雄市鳳山

區文衡路232巷14號

寶意食品行/高雄市鳳山區

文衡路232巷14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

序號 抽驗日期 樣品名稱/效期 抽驗廠商/地點 供應廠商/地點 檢驗成分 檢驗結果

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08年中秋節抽驗符合規定名單

65 1080805 烏油豆沙/散裝
常利豆餡店/高雄市前鎮

區瑞安街36號

常利豆餡店/高雄市前鎮區

瑞安街36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66 1080805 油綠豆/1080808
常利豆餡店/高雄市前鎮

區瑞安街36號

常利豆餡店/高雄市前鎮區

瑞安街36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67 1080805 芋頭豆沙/ 1081003
順發食品行/高雄市新興

區五福二路106號

順發食品行/高雄市新興區

五福二路106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68 1080805 綠油豆沙/1081003
順發食品行/高雄市新興

區五福二路106號

順發食品行/高雄市新興區

五福二路106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69 1080805
醇芋餡(顆粒)/

1080829

方師傅點心坊/高雄市前

鎮區瑞北路138號1樓

金安信食品有限公司/台中

市南屯區工業區22路17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70 1080805
勝利紅豆餡(33)/

1080923

方師傅點心坊/高雄市前

鎮區瑞北路138號1樓

金安信食品有限公司/台中

市南屯區工業區22路17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71 1080805 硬紅豆餡/1080922
中華西點麵包店/高雄市

左營區左營大路636號

億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/德

興製餡工廠/ 屏東縣內埔鄉

豐田村建民路3號
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72 1080806 Q餅紅豆餡/散裝
立佳西點麵包/高雄市鼓

山區鼓山二路234號

三好屋股份有限公司/ 嘉義

縣新港鄉月潭村月眉潭230

之30號
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73 1080806 芋頭餡/1090107
生力美食/高雄市三民區

義華路90號

金安信食品有限公司/台中

市南屯區工業區22路17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74 1080806
烏梅豆沙餡

/1081231

生力美食/高雄市三民區

義華路90號

億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/德

興製餡工廠/ 屏東縣內埔鄉

豐田村建民路3號
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75 1080806 香芋豆餡/ 1081020

多那之咖啡蛋糕烘焙股份

有限公司/高雄市三民區

(二)中和街12號

金安信食品有限公司/台中

市南屯區工業區22路17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76 1080806
特級野生藍莓餡/

1090210

多那之咖啡蛋糕烘焙股份

有限公司/高雄市三民區

(二)中和街12號

德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/新

北市五股區五權五路31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77 1080808 芋泥餡/1080825
寒軒國際大飯店/高雄市

苓雅區四維三路33號

香樂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樹林

廠/新北市樹林區大安路

502號3樓之1、之4、之5
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78 1080729 蛤仔/散裝
林勝森/高雄市鳳山區(二)

南光街127號旁攤販

溫港海產行/嘉義縣東石鄉

塭港村溫港38之1號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79 1080729 鮮蚵/散裝
祥富水產左新店/高雄市

左營區高鐵路115號4樓

祥富水產左新店/高雄市左

營區高鐵路115號4樓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80 1080729 小卷/散裝
祥富水產左新店/高雄市

左營區高鐵路115號4樓

祥富水產左新店/高雄市左

營區高鐵路115號4樓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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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1080729 白蝦/散裝
祥富水產左新店/高雄市

左營區高鐵路115號4樓

祥富水產左新店/高雄市左

營區高鐵路115號4樓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82 1080729 石斑魚/散裝
祥富水產左新店/高雄市

左營區高鐵路115號4樓

祥富水產左新店/高雄市左

營區高鐵路115號4樓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83 1080729 文蛤散裝

阿秋海產攤(蔡嫦秋)/高雄

市前鎮區聖德二街與民興

街口

前鎮漁港 盧玉勤

0935475123屏東縣萬丹鄉

新鐘村(路)127巷24號
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84 1080730 文蛤/1080804

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/

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52

號

丸堂鮮品行/彰化縣伸港鄉

全興村西全路25巷之1號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85 1080730 秋刀魚/ 散裝

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/

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52

號

 福國冷凍股份有限公司/宜

蘭縣五結鄉利工一路2段56

號
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86 1080730 薄鹽鯖魚/ 散裝

香串串烤肉食品/高雄市

鳳山區鎮東里光遠路１０

３號１樓

香串串烤肉食品/高雄市鳳

山區鎮東里光遠路１０３號

１樓
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87 1080730 白蝦/1100515
禾町/高雄市三民區敦煌

路70,72號

元家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

/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2段

219號6樓
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88 1080731 文蛤特大真空包/1080802

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

雄自強分公/高雄市三民

區(二)自強一路245號

 丸堂鮮品行/彰化縣伸港鄉

全興村西全路25巷1號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89 1080731 CP鮮凍大白蝦/1091124

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

雄自強分公/高雄市三民

區(二)自強一路245號

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

司/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87

號17樓
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90 1080731 秋刀魚/ 散裝
文賢魚鮮攤/高雄市岡山

區文賢市場

文賢魚鮮攤/高雄市岡山區

文賢市場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91 1080731 蛤仔/散裝
美志海產/高雄市岡山區

岡山路239號

通益水產/ 高雄市三民區中

山一路325巷45號1樓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92 1080731 文蛤/散裝

東港生魚片/高雄市大社

區大社今龍路上果菜市場

攤

前鎮漁港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93 1080731 冷凍白蝦/ 1010602
旗山店海產行/高雄市旗

山區中山路157號

崇文冷凍食品超市/嘉義縣

布袋鎮興中里上海路171號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94 1080731 文蛤/散裝

旗山區旗山第一公有市

場-46號(登源海產)/高雄

市旗山區湄州里平和街12

號

旗山區旗山第一公有市場-

46號(登源海產)/高雄市旗

山區湄州里平和街12號
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95 1080731 秋刀魚/ 散裝

高雄市美濃區農會附設生

鮮超市/高雄市美濃區雙

峰街1-17號

 財團法人高屏區農漁會超

市中心/ 屏東縣麟洛鄉中山

路一號
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96 1080731 蛤俐/散裝

東安黃昏市場海鮮38及39

攤/高雄市路竹區信義路

178-2號

蛤仔車/ 高雄市路竹區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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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7 1080731 蚵仔/散裝

東安黃昏市場海鮮71攤/

高雄市路竹區信義路178-

2號

吳00/高雄市路竹區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98 1080805 蝦/散裝

姜虎姜東白丁餐飲有限公

司/高雄市鳳山區文濵路

131號

姜虎姜東白丁餐飲有限公司

/高雄市鳳山區文濵路131

號
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99 1080805 鮮品文蛤/1080810
乾杯/高雄市新興區五福

二路262號

丸堂鮮品行/彰化縣伸港鄉

全興村西全路25巷之1號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100 1080805 草蝦/散裝
阿環海產/高雄市小港區

宏平路566號

興威水產有限公司/高雄市

前鎮區漁港南三路21號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101 1080805 香魚一夜干(漁匠)/ 1100219

碳佐麻里企業有限公司/

高雄市前鎮區時代南一路

85號

龍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/新

北市林口區工九路18號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102 1080805 秋刀魚/ 散裝
水窪碳烤小吃部/高雄市

大寮區鳳屏路105號

崑洋有限公司/ 高雄市前鎮

區漁港面一路18號3樓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103 1080805 文蛤/ 散裝
心海產/高雄市旗山區中

山路106號

岡山魚市場/高雄市岡山區

嘉新新路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104 1080806 竹筴魚一夜干/ 1100710
老司机燒肉專門店/高雄

市三民區澄清路460號

群邦冷凍食品有限公司/高

雄市大寮區大寮路686巷

163弄7號
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105 1080806 鯖魚片/1100524
老司机燒肉專門店/高雄

市三民區澄清路460號

崇文冷凍食品超市/嘉義縣

布袋鎮興中里上海路171號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106 1080806 文蛤/ 散裝
七輪燒肉屋/高雄市鼓山

區文信路223號

葉記企業行/高雄市三民區

同愛街67號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107 1080729 豬肉/散裝
旺川豬肉攤(李保川)/高雄

市前鎮區聖德二街8之1號

鳳山肉品市場/高雄市鳳山

區經武路56巷6號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108 1080729 豬肉/散裝

五福市場內豬肉攤販/高

雄市鳳山區(二)五福市場

內豬肉攤販

鳳山肉品市場/高雄市鳳山

區經武路56巷6號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109 1080729 雞腿/1081213
昌集商行(大港超市)/高雄

市旗津區中洲三路476號

鈴揚實業有限公司/ 高雄市

大寮區立德路315巷6號

動物用藥、禽畜產品中殘留農

藥
與規定相符

110 1080729 台灣雞菲力/散裝
祥富水產左新店/高雄市

左營區高鐵路115號4樓

祥富水產左新店/高雄市左

營區高鐵路115號4樓

動物用藥、禽畜產品中殘留農

藥
與規定相符

111 1080729 梅花豬肉/散裝
祥富水產左新店/高雄市

左營區高鐵路115號4樓

祥富水產左新店/高雄市左

營區高鐵路115號4樓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112 1080729 牛五花/散裝
祥富水產左新店/高雄市

左營區高鐵路115號4樓

祥富水產左新店/高雄市左

營區高鐵路115號4樓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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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1080730 豬肝/散裝
福大肉品/高雄市鳥松區

鳥松路92號

鳳山肉品市場/高雄市鳳山

區經武路56巷6號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114 1080730 雞里肌肉/散裝
大流通超市/高雄市仁武

區仁忠路46之1號
屏東縣屏東市和生市場

動物用藥、禽畜產品中殘留農

藥
與規定相符

115 1080730 雞肉/ 散裝
禾町/高雄市三民區敦煌

路70,72號

文宏食品行/高雄市鳥松區

大同路25-32號

動物用藥、禽畜產品中殘留農

藥
與規定相符

116 1080730
萬用豬梅花燒肉片

/1090702

金牛精肉商行/高雄市苓

雅區四維四路199號

金牛精肉商行/高雄市苓雅

區四維四路199號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117 1080730
霜降燒肉片

/1090716

金牛精肉商行/高雄市苓

雅區四維四路199號

金牛精肉商行/高雄市苓雅

區四維四路199號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118 1080731 豬肝切片/散裝

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

雄自強分公/高雄市三民

區(二)自強一路245號

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

司/屏東縣屏東市建國路

480號
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119 1080731 雞內臟/散裝

岡山區岡山第二公有市

場-攤字54號(荔安雞肉批

發)/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

239號

岡山區岡山第二公有市場-

攤字54號(荔安雞肉批發)/

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239號

動物用藥、禽畜產品中殘留農

藥
與規定相符

120 1080731 豬肉/ 散裝
豬肉攤/高雄市美濃區成

功路263號前
連00/高雄市旗山區00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121 1080731 豬肉/ 散裝
阿美肉商/高雄市美濃區

中正路一段138號

育誠肉店/高雄市美濃區中

正路3段158號1樓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122 1080731 豬肉/散裝

東安黃昏市場73及75號豬

肉攤/高雄市路竹區信義

路178-2號

岡山屠宰市場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123 1080805 豬肉/散裝
五甲-尊貴館/高雄市鳳山

區(二)五甲二路157號

台和冷凍有限公司/屏東縣

屏東市前進里前進51號之3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124 1080805 豬梅花肉/ 散裝
野村精緻炭火燒肉/高雄

市岡山區溪東路70號

全榮食品有限公司/高雄市

鳳山區北門里鳳仁路242巷

20號
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125 1080805 五花肉/散裝

姜虎姜東白丁餐?有限公

司/高雄市鳳山區文濵路

131號

姜虎姜東白丁餐?有限公司/

高雄市鳳山區文濵路131號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126 1080806
雞嫩胸肉炒肉片/散

裝

全聯實業(股)公司-九如分

公司/高雄市三民區九如

一路609號1樓

 超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/桃

園市桃園區中埔里永安路一

○六三號

動物用藥、禽畜產品中殘留農

藥
與規定相符

127 1080806 豬肉/ 1090109
鼎鍋王火烤兩吃/高雄市

路竹區金平路398之1號

立大農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

/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南路47

號1樓

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

128 1080729 甜玉米/散裝

全聯(小港宏平分公司)/高

雄市小港區宏平路152號1

樓

李00/雲林縣元長鄉00村00

路00號
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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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1080729 有機金針菇/散裝

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/

高雄市鳳山區(二)五福二

路32號

大元農產行/04-23318999 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

130 1080729 高接梨/散裝

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/

高雄市鳳山區(二)五福二

路32號

台中市東勢區農會/台中市

東勢區延平里東關路七段

300號

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

131 1080729 玉米/ 散裝
大港超市旗津店/高雄市

旗津區中洲3路476號

大港超市旗津店/高雄市旗

津區中洲3路476號
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

132 1080729
雪白(新鮮雪白菇)/

製造日期:1080722

昌集商行(大港超市)/高雄

市旗津區中洲三路476號

德川農業園/ 南投縣名間鄉

中山村名山路一段399號一

樓

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

133 1080729 愛文芒果/ 散裝
旗后大碗冰/高雄市旗津

區廟前路70號
蔡00/095205xxxx 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

134 1080729 白精靈菇/散裝
苓雅站/高雄市苓雅區苓

雅一路21號

宏盛農場/彰化縣埔鹽鄉三

省村好金路24之5號
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

135 1080729 四季豆/散裝
蔬菜攤(李玉娟)/高雄市前

鎮區聖德二街14號前
鳳農果菜市場 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

136 1080729 筊白筍/散裝
頂好超市(美術店)/高雄市

鼓山區美術東二路175號

惠康股份有限公司大園發貨

中心廠/ 桃園市大園區大觀

路269-5號

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

137 1080729 南投敏豆/散裝
頂好超市(美術店)/高雄市

鼓山區美術東二路175號

惠康股份有限公司大園發貨

中心廠/ 桃園市大園區大觀

路269-5號

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

138 1080730 芒果/ 散裝
鮮果多果汁店/高雄市彌

陀區中正路372號

美安水果行/高市岡山區文

賢路41號1樓
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

139 1080730 黃金甜玉米/ 散裝

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七

賢分公司/高雄市新興區

七賢二路10號1樓

如記食品有限公司/ 屏東縣

竹田鄉糶糴村南進路11號
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

140 1080730 青椒/ 散裝
禾町/高雄市三民區敦煌

路70,72號

禾町/高雄市三民區敦煌路

70,72號
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

141 1080730 茭白筍/散裝

全聯高雄自由分公司/高

雄市左營區新中里自由三

路20號1樓

埔里筊白筍農場/南投縣埔

里鎮三勰路27-6號
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

142 1080730 敏豆(四季豆)/散裝

俗俗的賣(十元老店有限公

司)/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

路2號

西螺市場/蘇00 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

143 1080731 筊白筍/ 散裝

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

雄自強分公/高雄市三民

區(二)自強一路245號

埔里筊白筍農場/南投縣埔

里鎮三勰路27-6號
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

144 1080731 絲瓜/散裝
佳賀商行/高雄市楠梓區

德民路1000之3號

佳賀商行/高雄市楠梓區德

民路1000之3號
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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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5 1080801 金桔/ 散裝
站前冷飲店/高雄市橋頭

區成功路52號1樓

耘豐蔬果有限公司/台南市

安南區公親里公學路1段12

巷2弄9號

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

146 1080729 小卷醬/ 散裝

炎哥烤小卷吧/高雄市旗

津區廟前路西側攤販(近通

山路)

炎哥烤小卷吧/高雄市旗津

區廟前路西側攤販(近通山

路)

防腐劑、甜味劑、3-單氯丙二

醇
與規定相符

147 1080729
牛寶沙茶醬火鍋專

用/ 1090907

祥富水產左新店/高雄市

左營區高鐵路115號4樓

柏宏貿易股份有限公司/ 台

南市永康區中華路425號18

樓之3

防腐劑、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

148 1080730
香串串烤肉醬/製造

日期:1090507

香串串烤肉食品/高雄市

鳳山區鎮東里光遠路１０

３號１樓

香串串烤肉食品/高雄市鳳

山區鎮東里光遠路１０３號

１樓

防腐劑、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

149 1080730
福松醬油膏

/1110529

喬順食品行/高雄市苓雅

區武廟路6號

福松食品股份有限公司/屏

東縣屏東市華山里大連路

20巷43號

防腐劑、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

150 1080731
福華牌沙茶醬

/1110627

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

雄自強分公/高雄市三民

區(二)自強一路245號

金福華食品貿易有限公司/

南投縣草屯鎮新豐里新豐路

96巷100號及100號4樓

防腐劑、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

151 1080805 燒肉沾醬/ 散裝
野村精緻炭火燒肉/高雄

市岡山區溪東路70號

野村精緻炭火燒肉/高雄市

岡山區溪東路70號
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

152 1080805
金蘭烤肉醬

/1110311

水窪碳烤小吃部/高雄市

大寮區鳳屏路105號

金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/桃

園市大溪區介壽路236號
防腐劑、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

153 1080806 濃沾醬料/散裝

秘町無菸炭火燒肉澄清店

/高雄市三民區文龍路82

號

秘町無菸炭火燒肉澄清店/

高雄市三民區文龍路82號
防腐劑、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

154 1080806 壺清汁/ 散裝

秘町無菸炭火燒肉澄清店

/高雄市三民區文龍路82

號

秘町無菸炭火燒肉澄清店/

高雄市三民區文龍路82號
防腐劑、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

155 1080806
AROY-D泰式燒雞沾

醬/1100122

鼎鍋王火烤兩吃/高雄市

路竹區金平路398之1號

御相企業有限公司/台北市

內湖區港華街3號1樓
防腐劑、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

156 1080806 醬油/1090620
北方園牛肉拉麵館/高雄

市旗山區延平一路710號

 高興醬園大寮廠/高雄市大

寮區後庄里民華街5號

防腐劑、甜味劑、3-單氯丙二

醇
與規定相符

157 1080806 油膏/ 1090301
益達大賣場/高雄市旗山

區延平一路703號

合泉實業社/ 高雄市前鎮區

德昌路8巷28號

防腐劑、甜味劑、3-單氯丙二

醇
與規定相符

158 1080806 烤肉醬/ 散裝
御井燒/高雄市林園區頂

厝里田厝路12號

新復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/

彰化縣芬園鄉進芬村彰南路

3段4號

防腐劑、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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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驗方法:

1.食品中防腐劑之檢驗方法(108 年 1 月 30 日衛授食字第 1081900155 號公告修正)(MOHWA0020.03)

2. 食品中防腐劑之檢驗方法 - 丙酸之檢驗(102年9月6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)

3.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－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之檢驗(二)(107年11月30日衛授食字第1071902338號公告修正)

4.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－多重殘留分析方法(五)(106 年 8 月 31 日衛授食字第 1061901690 號公告修正)(MOHWP0055.03)

5.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量檢驗方法－硝基呋喃代謝物(107 年11 月2 日衛授食字第 1071902272 號公告修正)(MOHWV0040.06)(4項)

6. 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量檢驗方法 - 卡巴得及其代謝物之檢驗(102年9月6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)(3項)

7.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量檢驗方法－β-內醯胺類抗生素之檢驗(102年9月6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)(8項)

8. 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量檢驗方法－氯黴素類抗生素之檢驗(103 年6月6日部授食字第1031900630 號公告訂定)(4項)

9. 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量檢驗方法 - 四環黴素類抗生素之檢驗(103年12月10日部授食字第1031901795號公告修正)(7項)

10.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量檢驗方法—多重殘留分析(二)(102年9月6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)(48項)

11.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量檢驗方法-抗生素及其代謝物多重殘留分析(102年9月6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)(16項)

12. 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量檢驗方法－乙型受體素類多重殘留分析(108 年 5 月 9 日衛授食字第 1081900642 號公告修正)(MOHWV0041.04)

(21項)

13. 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量檢驗方法 - 孔雀綠及其代謝物之檢驗(102年9月6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)(2項)

14. 禽畜產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－多重殘留分析方法(107 年12 月20 日第3次修正建議檢驗方法)(TFDAP0009.03)(126項)

15.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方法－大腸桿菌群之檢驗(102 年9 月6 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)

16.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方法－大腸桿菌之檢驗(102 年12 月20 日部授食字第1021951163 號公告修正)

17.食品中甜味劑之檢驗方法－醋磺內酯鉀、糖精、甘精及環己基(代)磺醯胺酸之檢驗(106年2月21日衛授食字第1061900251號公告修正)

18.醬油類中3-單氯丙二醇之檢驗方法(102 年8 月9 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046 號公告訂定)

19.食品中蘇丹色素之檢驗方法(106 年 12 月 08 日第1次修正建議檢驗方法)(TFDAA0062.01)

標準:

1.農藥、動物用藥:依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、動物用藥殘留標準判定。

2.己二烯酸:本品可使用於魚肉煉製品、肉製品、海膽、魚子醬、花生醬、醬菜類、水分含量25％以上（含25％）之蘿蔔乾、醃漬蔬菜、豆皮豆

乾類及乾酪；用量以Sorbic Acid計為2.0g/kg以下；本品可使用於煮熟豆、醬油、味噌、烏魚子、魚貝類乾製品、海藻醬類、豆腐乳、糖漬果

實類、脫水水果、糕餅、果醬、果汁、乳酪、奶油、人造奶油、番茄醬、辣椒醬、濃糖果漿、調味糖漿及其他調味醬；用量以Sorbic Acid計為

1.0g/kg以下。

3.去水醋酸:本品可使用於乾酪、乳酪、奶油及人造奶油；用量以Dehydroacetic Acid計為0.5g/kg以下。

4. 苯甲酸:本品可使用於魚肉煉製品、肉製品、海膽、魚子醬、花生醬、乾酪、糖漬果實類、脫水水果、水分含量25％以上（含25％）之蘿蔔

乾、煮熟豆、味噌、海藻醬類、豆腐乳、糕餅、醬油、果醬、果汁、乳酪、奶油、人造奶油、番茄醬、辣椒醬、濃糖果漿、調味糖漿及其他調

味醬；用量以Benzoic Acid計為1.0g/kg以下；本品可使用於烏魚子、魚貝類乾製品、碳酸飲料、不含碳酸飲料、醬菜類、豆皮豆乾類、醃漬

蔬菜；用量以Benzoic Acid為0.6g/kg以下。

5.蘇丹紅:不得檢出。

6.丙酸:本品可使用於麵包及糕餅；用量以Propionic Acid計為2.5g/kg以下。

7.一般食品衛生標準:不需再調理即可供食用之一般食品:大腸桿菌群 1000MPN/g以下、大腸桿菌:陰性。

8.環己基(代)磺醯胺酸、糖精、甘精:上列產品皆不得檢出。

9.醋磺內酯鉀:本品可於各類食品中視實際需要適量使用。


